
责
任
编
辑
李
婧

04
2019年
8月1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本报记者 孙艳/文 孙妍/摄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手工+魔方 亲子时光乐融融

清河分局、 延庆监狱、 新康监狱、
天河监狱 、 良乡监狱……这个暑期 ，
北京市监狱局第四届民警职工子女暑
期托管班如期开课， 舒适的环境、 丰
富的课程， 424名民警职工子女共同享
受工会带给他们的快乐暑假， “小警
察” 们这个暑期有了别样亲子时光。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周一，已经是
托管班开班后的第三个星期，高楚伦小
朋友开开心心的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单
位“上班”，爸爸妈妈到岗位上班，而他
要去托管班 “上班”。 这是一个双警家
庭，爸爸高峰和妈妈闫菲都是天河监狱
重要业务科室的科长。 把孩子送进单
位的暑期托管班是这个家庭的最佳选
择。而托管班也是小楚伦特别期待的暑
期生活，“能陪爸爸妈妈一起上班，比什
么都开心！ 而且，我觉得每天都离他们
特别近，中午休息爸爸妈妈有时还会来
看看我，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像一整
天我们都在一起一样。”小楚伦说，他最
喜欢托管班的手工课，因为手工课可以
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展示出来，手握
着画笔、剪刀，把自己最喜欢的、最想要
的， 通过自己的手做出来， 很有成就
感。 像小楚伦一样， 今年， 天河监狱
共有46名干职子女每天和爸爸妈妈一
起来到单位，参加托管班课程。 英文舞
台剧、 心理能力建设、 动手操作兴趣

培养、 绘画手工兴趣班、 魔方课、 国
学……除了文化课辅导以外， 天河监
狱托管班设置了丰富的课程， 深受孩
子们喜爱。

“在二十多年前， 魔方用它独有
的 ‘魔力’ 征服了全世界， 并以惊人
的销量成就了玩具界史无前例的奇迹
……” 一节神奇的魔方课正在上演 。
据天河监狱工会工作人员李经介绍 ，
今年新设置的魔方课， 家长和孩子们
都特别喜欢， 魔方能够锻炼孩子们眼
力、 耐力、 手力、 记忆力、 空间判断
等多方面的能力， 可以说是一项手部
极限运动， 多样的玩法让孩子们有了
无尽的探索空间， 希望既可以给孩子

们带来乐趣， 又可以得到多方面能力
的锻炼。 天河监狱工会主席范连忠向
记者介绍 ， 监狱民警双警家庭居多 ，
如果没有暑期托管班， 民警干职在孩
子放假期间很难抽空去陪伴孩子， 也
就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安保工作中去。

天河监狱只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暑期托管班的一个缩影。 新康监狱成
立了以监狱政委为组长的托管领导小
组， 由政治处具体负责落实； 良乡监
狱今年在硬件方面又加大投入， 完善
了硬件设施； 清河分局克服缺乏场地
和人员的困难， 除了提供餐饮、 午休、
和学习场地外， 还适时组织开展拓展
训练、 书法绘画、 消防知识培训等活

动； 延庆监狱暑期托管班实行统一封
闭管理， 监狱为参加托管的学生准备
了学习用具和午休使用的床上用品 ，
制定了符合儿童营养标准的每周食谱，
加入国学、 朗诵、 表演、 绘画、 手工
制作、 体育运动等特色教育课程……
托管班一办就是四年 ,规模越来越大，
受益职工女子越来越多。 据统计， 市
监狱局累计举办托管班41个， 1367名
民警、 职工子女参加。 托管班有效缓
解了一线民警职工的后顾之忧， 减轻
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压力。 市监狱局党
组书记、 局长刘亚东多次强调： “各
级党委要加大对民警、 职工的关爱力
度， 多做暖心贴心的事儿。”

市监狱局工会

“老师， 今天什么课？” 虽然是八
点钟上课， 但每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
钟， 就有职工子女来到顺义区光明街
道总工会绿港家园社区联合工会暑期
托管班， 追着老师问今天的课程设置。
事实上， 此次为期20天的职工子女暑
期托管班， 每天上下午都分别安排了
不同的特色课程， 而40个兴趣课程不
重样， 让孩子们每天都充满新期待。

据了解， 今年是光明街道绿港家
园社区联合工会连续第二年开展托管
班服务， 服务对象为小学一年级至六
年级的职工子女， 每期托管规模为30
人。 “有了之前的服务经验， 我们今
年更在课程安排和众多细节上， 深化
了服务内容。” 托管班负责老师张旭告
诉记者， 今年托管班的40个课程是从
近百个课程项目中挑选出来的， 内容
涵盖儿童心理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 、
安全教育、 手工制作、 国学经典和地
理知识等。

翻看课程表， 记者发现， 课程中
的制作竹简书、 古诗诵读、 绘制非物
质文化遗产———油纸伞、 团扇等内容，
都蕴含了浓浓传统国学文化色彩。 同
时， 讲述一个爱国故事、 绘制 “我爱
少先队” 手抄报等活动， 又结合了当
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让孩子们
在快乐的游戏中学习 ， 也在学习中 ，
感受愉快的暑期生活。” 张旭说， 他们

不仅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丰富孩
子们的知识层面， 更帮助孩子从社会
热点事件中学习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
体系。 而在这里的每一节课的授课老
师， 都是聘请的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师，
以满足孩子兴趣培养、 习惯养成、 素
质提升等实际需求。

由于每天都有孩子来得特别早 ，
晨间歌会成了托管班一直保持的项目。
小朋友们可以在歌会中展示自己， 也
让互不相识的职工子女们迅速熟络起
来。 “每天都有好玩的课程， 比在家
里看电视高兴多了。” 9岁的张明浩告
诉记者， 他最喜欢上的是手工课， 前
几天制作的飞机模型成了他最喜欢的
玩具。 在托管班， 张明浩还结识了很

多新朋友， 他希望以后放假就能来这
里上课和玩耍。

当然， 随着工会服务的全面升级，
托管班在硬件设施、 师资配备、 课程
设置、 安全隐患防护等方面得到进一
步提升。 “职工家长把孩子放在工会
暑期托管班更加安心和放心了。” 张旭
告诉记者， 除了每天不同的特色课程，
托管班还招募了15名社区大学生志愿
者， 每天到托管班来为职工子女们进
行暑期作业辅导。

据介绍， 为了帮助孩子们养成每
天安排固定时间学习的好习惯， 托管
班在特色课程结束后， 都会安排一个
小时的 “课业提升”。 孩子们可以带着
自己的暑假作业 ， 在这里自习学习 。

有不会和不懂的问题， 可以向现场的
专业老师请教。 大学生志愿者们除了
帮助孩子们辅导作业外， 还会跟孩子
们一起互动做游戏， 一起参与兴趣课
程。 “这让大学生和小学生们， 可以
共同度过一个有趣又有意义的暑期生
活。” 张旭笑着说。

此外， 光明街道绿港家园社区联
合工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未来， 工
会将努力推动暑期职工子女托管工
作制度化、 常态化建设， 通过托管班
服务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对于职
工关心关爱， 让职工有更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中，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家
长放心、 孩子开心的假期学习与生活
环境。

顺义光明街道绿港家园社区联合工会

40种兴趣课混搭
每天都有新期待


